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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出行唯一通道被毁两年多

南沙水村民急盼桥梁改建 “舌尖上的谣言”
要科学共治

议论风生

来函照登 直击现场

系安全带不能玩“躲猫猫”

连线基层
便民电话不应成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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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临，商水县公安
局、教体局联合开展暑假防溺水
安全教育活动，通过举办广播电
视讲座、组织民警现场教育、上安
全课、与监护人签订安全协议等
形式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暑假安
全教育，防止暑假留守儿童溺水
事件的发生。6 乔连军 摄

□本报记者 翁韬

7月 5日，刚到辉县市沙窑乡南沙水大
桥桥头，记者的车辆就被一块竖在桥头的
告示牌拦住，牌子上赫然写着“危桥,禁止
车辆通行”的字样。

记者只得下车步行。眼前这座大桥横
跨一条干涸的河床，总长度近百米，桥面
约有十多米宽，是标准的水泥铺装路面，
前 50米左右桥两侧的栏杆保存完好。走
至桥中央，桥面突然下沉、变窄许多，路面
被两块大石头挡住，仅容一辆车通行，路
面也由水泥路变成了沙土路，道路两旁的
护栏不见了踪影，不少碎石堆积在道路两
旁。

一位路过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座南沙
水大桥是沙窑乡南沙水村 140多户 400多
村民出行的唯一通道。2016 年夏天，由
于一场 20 年一遇的山洪暴发，汹涌的山
洪裹挟着泥土砂石改变了河道，将南沙水
大桥桥墩部分冲垮，桥面断开一个二三十
米的大口子。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南沙水
村的群众只能走桥下的土路从干枯的河床
上出行。

“平时天气好，还能走便道出门。一到

下雨天，就得蹚水过河。桥下的河道坡陡
路窄，机动车辆都没办法走。”50 多岁的
村民李心安说，南沙水村是一个三面环山
的小山村，多年来村民出行的主要道路必
经这座大桥。此前，在后山有一条废弃多
年的羊肠小道，2016 年洪水冲断大桥的
那段时间，整个小山村几乎成了座“孤
岛”，村民只能重新走那条小路到桥对面

的公路上，最短也需要多走个二三十公里
的山路。

采访中，村民还告诉记者，2016 年南
沙水桥被冲断之后，村民只能从桥下的便
道出行，给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多不
便，村民也多次向上级反映，但是迟迟没
有重新修整大桥的动静。

2018 年年初，村委会、市交通局驻村

扶贫干部一起动用工程设备对坍塌的桥
墩进行了简单的垫高处理，临时的桥面可
以保证行人和非机动车辆的出行，但是机
动车还是限制通行的。

在桥头开办农家宾馆的一位村民说，
由于桥断了，路不通，自家的农家宾馆已
经好久没有什么生意了。现在是旅游旺
季，但是桥成了危桥，很多游客无法过来。

不仅如此，还有村民不无担忧地向记
者反映，由于 2016年的洪水让原来的河道
改道偏移了二三十米远，现在的临时桥墩
位置已经成为新的主河道。马上要进入
汛期，如果出现短时的强降雨，这段石块
堆积的桥墩又正好堵在新的主河道上，肯
定会再次被冲毁，那时候可能村民会再度
面临出行难题。

采访中，有群众向记者反映，在当地政
府网站的公示信息栏中，南沙水大桥的改建
工程已经在 2017年 4—5月份进行了招标
和中标公示。但是，至今已经一年多过去
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桥的改建还迟迟未
动工。

此后，记者来到辉县市交通局走访，该
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南沙水大桥的
改建工程去年已经进行了招标，项目的规
划也进行了上报，但是相关资金还没有批
复到位，他们也在积极协调争取，加快审
批进度，尽快让资金到位，早日开工，彻底
解决南沙水村村民的出行难题。6

近日，笔者乘坐一位同事的小轿车从县城出发去乡下
游玩。这位同事刚开始上车时，习惯性地系上了安全带，还
提醒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笔者也系上安全带。可是当车子开
到一条乡村公路时，同事就把安全带给解了下来。见此，笔
者忙问怎么回事，不想同事竟说，在这样的乡村公路上，既
没有摄像头拍摄，也没有交警来巡查，系不系安全带无所
谓。笔者听了，不禁为同事的这种“躲猫猫”式的“系安全
带”的做法表示不解。

众所周知，安全带是司乘人员的“救命绳”。尤其是驾
车的司机，无论你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乡村公路上，一定
要系上安全带，这是自身安全的需要，也是交通法规的一项
规定。可在实际生活中，有不少司机却喜欢玩“躲猫猫”的
游戏，在有摄像头或交警巡查的公路上，就乖乖地系上安全
带。而一到了乡村公路上，或较为偏远的公路上，就不系安
全带了。似乎开车系不系安全带仅仅是为了避免被拍摄或
被交警查处。殊不知，开车时系上安全带，既是为自身的安
全负责，也是对其他乘客生命的尊重。

笔者以为，作为司机,无论是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乡
村公路上，都要养成主动系好安全带的好习惯，珍惜自己的
生命，防止和避免没有系安全带而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事
故。6 （林朋）

□盛会

翠绿的西瓜、粉嫩的桃子、娇艳欲滴的荔枝、晶莹剔透

的葡萄……五颜六色的新鲜水果为苦夏的人们送来了口

福。但是，在享用水果的同时，“喷盐酸”“蘸避孕药”等传

言也不时在人们耳畔响起，让人心中不安。

近年来，有关食品安全的各种谣言恣肆蔓延，在网络

上俯拾皆是，不仅给相关行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干

扰了食品安全的正常监管工作，同时也动摇了消费者对食

品安全的信心，给社会稳定埋下风险隐患。

食品安全谣言之所以泛滥成灾，很大程度上缘于现实

中确实存在一些食品安全风险，而消费者对此又缺乏基本

的科学判断。面对时有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虽说“谣言

止于智者”，但消费者基于“舌尖上的安全”考虑，在自身不

能判断、食品安全领域又存在天然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常常抱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从而不假思索

地将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上转发传

播，以致食品安全谣言最终成了“谎言说一百遍就成了真

理”的范本。同时，“谣言已跑遍天下，真相还在穿鞋”，有

关部门、经营主体和科学家的反应速度因没能跟上信息社

会的步伐，也是食品安全谣言不能被及时消灭在“萌芽”状

态的重要原因。

食品安全谣言被称为“舌尖上的谣言”，对其治理也是

各国都要面对的问题。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食品安全走过

了百年历程，渐次经历食物匮乏、盲目造假、过失风险、食品

安全谣言等问题。我国食品安全发展处于发达国家曾经历

过的类似阶段。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持续稳中向好，问题总

体可控。但是，食品安全事件即使是个案，在信息发达的环

境下，给公众的感受也可能是“这也不能吃，那也不安全”。

归根结底，“舌尖上的谣言”恣肆蔓延，缘于多种因素

的相互叠加交织。因此，对“舌尖上的谣言”要科学共治，

共同发力，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坚持统筹思

维，综合施策。只有政府部门履职尽责，行业科普及时发

声，新闻媒体客观报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才能实现善治

的最大公约数，有效提升食品安全总体水平，逐步根除谣

言滋生的土壤。6

笔者在农村扶贫走访时发现，一些贫困户家里存放的
感冒清热颗粒、罗红霉素分散片等药品，有的已经过了有效
期，但他们却仍在服用，提醒后才恋恋不舍地扔掉。

贫困户反映说，现在乡村的医疗条件和水平有明显提
高，一些头痛发热的小病根本不用住院，在乡镇卫生院、村卫
生室或药店买些药品回家就可以治疗。往往是“药未用完病
已好”，于是他们干脆将剩下的药品束之高阁，等有类似的病
症时，再拿出来继续服用。有的根本不看药品的有效期，不
知道过期不过期；有的明知药品过期，怕浪费而舍不得扔掉；
有的则认为药品已过期，继续服用对身体也无大碍。

笔者咨询医生，医生忠告说：用药要看有效期，过期药
品莫要服。轻者身体有不适，重者可能会中毒。得不偿失
损健康，人体不是炼丹炉。6 （梁星毯）

莫再服用过期药

在笔者生活的小区，摆放
着许多垃圾箱，每一处都是并
排两个垃圾箱:一个写着可回
收,一个写着不可回收。尽管
字写得很醒目，时常有人瞪着
双眼看半晌，还是把可回收与
不可回收的垃圾扔在了一起。

一次，笔者看到一保洁员
拦住一个提着香蕉皮端详半天
还是将垃圾扔进可回收垃圾箱
里的人问道：上面写着可回收
你是不是看不到？扔者答非所
问：什么是可回收？原来他不
是看不清而是看不懂，可回收
与不可回收的垃圾混杂在一起
也就见怪不怪了。

生活中的垃圾要求分类，
在 电 视 上 、报 纸 上 经 常 看
到。可回收垃圾可以变废为

宝，有利用价值。不可回收
垃圾，既污染环境，又产生毒
害，是隐藏的杀手，对人身健
康危害极大。如果不按照要
求分类，我们都将成为垃圾
污染的受害者。

在此，笔者建议管理部门
加大宣传力度，将垃圾分类
工作做实做细。在可回收垃
圾箱上注明：纸张、塑料、金
属、玻璃、织物等。不可回收
垃圾箱上注明：菜叶、剩饭、花
草、树枝、水果皮等。如能配
上图标更好，通俗易懂，让人
一目了然。只有提高垃圾分
类的可操作性，才能帮助居民
自 觉 养 成 垃 圾 分 类 的好习
惯。6

（王之双）

近日，笔者老家的一位大
伯气愤地相告:前段时间，他拨
打了某单位的一部便民电话，
本想咨询一下有关政策方面的
问题，不想打了好几天，也没有
人接电话。最终老伯不得不专
门乘车到县城，找到这家单位
的相关人员，才把问题给弄懂
了。事后老伯说，这便民电话
根本“不便民”，哪有为民服务
之心，分明是摆样子，糊弄人
的。

近年来，许多单位都开通
了便民电话，一方面大大方
便了群众咨询，使群众少跑
冤枉路，另一方面相关部门
也能通过便民电话，倾听群
众心声和疾苦，及时帮助其
解决困难和问题。

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有的单位竟然把便民电话当成
一种“噱头”，刚刚开通之时，领
导往往十分重视，不但专门安
排人员轮流值班，还要求对来
电进行登记并及时办理。但过
不了多长时间，领导就慢慢地

“淡忘”了便民电话，原先安排
的值班人员抽调到其他部门去
办事，登记簿成了空白簿，当
然，便民电话也就成了摆设。

其实，在单位里开设一两部
便民电话并不难，关键是要让
便民电话保持“畅通无阻”。
当然，除了保持便民电话畅通
之外，更为关键的是要切实帮
助群众解决实际的问题和困
难。6

（叶金福）

打通垃圾分类“最后一公里”

◀为了调动贫困户的自主脱
贫内生动力，宁陵县城郊乡在全
乡 20个行政村开展星级农户评
选活动，星级农户可以获得相应
的积分卡，农户可凭积分卡到
“同心圆梦超市”换购生活用
品。6 徐华新 摄

6月 21日，济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朱孟侠依法出庭公诉了被告人王某某、张
某甲涉嫌盗窃罪，被告人张某乙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据了解，2017年 12
月底至 2018年 1月 30日，被告人王某某、
张某甲多次在济源市多地盗窃变压器和电
机后，将盗窃物品卖至张某乙处。经物价
部门鉴定，被盗的物品价值人民币 30640
元。受理该案件后，检察长朱孟侠以普通检
察官的身份与检察官助理一起研究案情。
针对本案是否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的问
题，朱孟侠根据在案证据，查找法条和司法
解释，确保准确适用法律进行定罪；及时和
公安机关沟通部分证据缺失的问题，边审查

边补充，在提高案件效率的同时也补强了证
据；针对本案中被告人的退赃情况，多次进
行核实以保证对被告人依法量刑。在庭审
中，朱孟侠按照一事一例证的原则依次出
示了证据，针对律师的辩护观点进行答辩，
并从定罪和量刑方面依次发表公诉意见，
同时对被告人进行了法庭教育，被告人均
表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庭认罪悔
罪，其中张某甲当场痛哭流涕。今年以来，
济源市人民检察院贯彻司法改革精神，落
实检察长带头办案，4名入额院领导回归办
案一线，同时在办案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
规范，以上率下，促进司法规范，起到了良好
的示范作用。 （翟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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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滨检察院远程提审助力智慧检务

为解决“提审难”、案件办理效率低的问题，新乡市检察系
统“三远一网”建设中远程提审系统已投入使用。近日，新乡市
卫滨区检察院首次尝试使用远程提审系统讯问犯罪嫌疑人。
由该院法警提前到市看守所，按照程序将犯罪嫌疑人提出并
全程监督。检察官在本院办案区内，通过远程视频系统对犯
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画面、语音同步显示并进行同步录音录
像。讯问结束时,讯问笔录通过网络专线传输到市看守所，由法
警打印交由犯罪嫌疑人当场进行核对并签字捺印。现场看到，
远程提审过程视频信号稳定，音质清晰，画面与声音实时同步
传输无延迟。讯问过程中，视频终端显示讯问的时间、地点等
内容，检察官对案件事实证据逐一核实，听取犯罪嫌疑人陈述，
书记员同步记录。讯问结束后，通过远程传输打印笔录，犯罪
嫌疑人在看守所核对无误后签字，检察官和犯罪嫌疑人全程

“面对面”沟通无障碍。相较于“来回奔波”的传统办案方式,远
程提审技术非常便捷高效,使得检察官不用再跑到看守所讯
问,大大节约了往返时间,而且还能实现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对
于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提升诉讼效率和办案质效具有十分积极
作用，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崔丽颖）

通许县练城乡结合实际,三项举措抓
实干部教育培训。创新培训方式。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需什么、学什么”的原则，
开展分类分层次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丰富培训内容。以十九大精神
为主，结合基层党建、脱贫攻坚、环境治理、

信访稳定等中心工作，邀请党校讲师、农技
专家、十九大党代表为村干部讲理论、谈经
验。强化培训效果。 坚持学以致用、知行
合一，每次培训结束后进行闭卷考试，确保
学习入脑入心，将学习成果转化到工作实
践中。 （罗战强）

通许练城乡抓实干部教育培训

淮阳：让公交车变身普法宣传员

《监察法》颁布后，淮阳县纪委监察
委积极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活动载体，
抓好学习宣传活动。据了解，为进一步
加大对《监察法》的宣传力度，努力让
《监察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让更多
市民群众了解《监察法》，让大家在日常
出行当中得到法治熏陶，推动群众更好
地学法、用法，淮阳县纪委监察委充分利
用公交公司的公交车资源，张贴《监察
法》宣传标语，宣传贯彻《监察法》。近

日，经过精心装扮，淮阳县120多辆载有
《监察法》宣传标语的公交车穿梭在市区
大街小巷，为淮阳古城增添了一道亮丽
的流动普法风景线。“下一步，我们将在
高速路口、交通要道张贴悬挂巨幅宣传
标语，广泛扩大《监察法》的影响力。使
广大干部群众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
《监察法》就在身边，让《监察法》宣传工
作更加深入。”淮阳县纪委监察委相关负
责人说。 （赫健茹 王宜楠）

以作风整顿打造国税铁军

日前，襄城县国税局召开了全体干
部职工作风整顿传达学习会议，吹响了
局内“转作风、促规范、提质效、争一流”
的号角。国税局在活动过程中成立专门
活动小组，结合工作实际，制订专门实施
方案，悬挂宣传标语、建立宣传版面，发
动全员集中学习、开展个人自学、撰写学
习笔记，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征求意
见建议，建立问题清单，制订具有针对性

与可操作性的整改方案，完善局内各项
规章制度。切实做到了以转变作风的实
际行动推动税务工作的开展，以突出的
工作成果检验作风建设的成效。通过为
期三个月的强高压、不间断专项作风整
顿活动，全局上下工作面貌焕然一新、精
神更加饱满、干劲更加充足，形成了聚精
会神干实事、一心一意服务纳税人的良
好局面。 （张琳）

检察长带头办案 促进司法规范


